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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1-12 期《全球客家研究》的回顧： 
內容分析與書目彙編

許維德 *

國立交通大學人文社會學系副教授

一、前言

《全球客家研究》是國立交通大學客家文化學院於 2013 年 11 月所

開始發行的「客家研究」學術期刊。在本刊發行的那個時間點，客家研

究界其實已經有了一份以上的學術期刊，包括最老牌的、由中國「嘉應

學院客家研究院」於 1990 年開始發行的《客家研究輯刊》；以及臺灣

客家學術界在建制化後、分別於 2006 年和 2010 年所發行的《客家研究》

和《客家公共事務學報》這兩份刊物。1
** 本刊雖然是當中最年輕的刊物，

經過六年來的淬鍊，由於持續不懈地耕耘，本刊已經刊出了 139 個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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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投稿日期：2019 年 9 月 23 日
      接受投稿日期：2019 年 10 月 29 日
      Date of Submission: Setember 23, 2019
      Accepted Date: October 29, 2019
1** 這裡未將「名稱上類似期刊、但實質上屬於專書」的某些系列叢書 ── 比如說《客家 
   學研究》（吳澤主編，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，於 1990 年和 1993 年出版過 2 輯）、《客 
  家學刊》（贛南師範學院客家研究中心編，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，於 2009 年至 
   2017 年間出版過 4 輯）、以及《臺灣客家語文研究輯刊》（臺灣客家語文學會編輯和 
  出版，於 2010 年至 2018 年間出版過 5 輯）── 列入；也未將某些已停刊刊物 ── 比 
  如說《客家文化研究通訊》（國立中央大學客家文化研究中心發行，於 1998 年至 
   2007 年間出版過 10 期）── 列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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位的文章，2 在絕對數量上雖然還落後於已經出版近 30 年的《客家研究

輯刊》，但已經超過《客家研究》和《客家公共事務學報》，成為臺灣

學術界出版最多「客家研究」成果的學術刊物（請參考「表 1 『客家研

究』重要學術期刊列表」）。

表 1 「客家研究」重要學術期刊列表
刊物名稱 《客家研究

輯刊》

《客家研究》 《客家公共事務

學報》

《全球客家

研究》

出版單位 嘉應學院

客家研究院 a

國立中央大學

客家學院 b

國立中央大學

客家學院 c

國立交通大學

客家文化學院

發行時間 1990- 2006- 2010- 2013-
發行模式 半年刊 半年刊 半年刊 半年刊

已發行期數 54 19 14 12
最新期刊

發行時間

2019/? 2016/06 2016/11 2019/05

收錄文章

總數

1,105d 93 55 139

說明：
a. 本刊創刊於 1990 年，第 1 期的刊名為《客家文化研究》，由「嘉應學院客家研究院」

的前身「嘉應學院客家研究所」所發行。第 2 期的發刊時間為 1993 年 5 月，並改名為《客
家研究輯刊》。本刊在第 2 期之後穩定維持半年刊的發行頻率，惟發行月份並不固定。

b. 本刊在 2006 年 6 月首次發行時的出版單位為「國立中央大學客家學院」和「國立交通
大學客家文化學院」。之後，從第 4 卷第 1 期（2011 年 6 月）起，發行單位為「國立
交通大學客家文化學院」。從第 6 卷第 1 期（2013 年 6 月）起迄今，發行單位為「國
立中央大學客家學院」和「國立中央大學出版中心」。本刊近年發行有脫期現象，因
此最新出版的期數還留在 2016 年。

c. 本刊發行單位為「國立中央大學客家學院」。目前最新期數為第 14 期（2016 年 1 月發
行），不清楚是否繼續發行。

d. 該刊每期會刊登數量不一的「通訊式文章」，包括來信摘登、會議綜述、活動動態、該
刊發行單位的大事記等，這裡未將這些文章列入計算。

資料來源：作者製表。原始資料來源方面，《客家研究輯刊》是依靠國家圖書館漢學中心
的「漢學中心典藏大陸期刊篇目索引資料庫」（http://readopac1.ncl.edu.tw/ccs/index.jsp）
和中國維普網的「期刊大全」（http://www.cqvip.com/qikan/），惟後者只包括該刊 2001
年以後之書目資料；《客家研究》和《客家公共事務學報》都是依靠國家圖書館期刊文獻
資訊網的「臺灣期刊論文索引系統」（http://readopac.ncl.edu.tw/nclJournal/）所查得；至
於《全球客家研究》，則是根據該刊實際出版物計算而得。

2　這個數目並未將屬於行政事務性質的「編輯室報告」和「封面照片介紹」（各 12 個單 
   位）列入（詳見後述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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另一方面，本刊並不只是在文章「數量」上有相當成績而已，就「質

量」而言，本刊在過去 6 年，也已經獲頒三次由國家圖書館所主導的「臺

灣學術資源影響力」獎項（請參考「表 2 《全球客家研究》曾經獲頒的

『國家圖書館』獎項」）。包括 2016 年同時含括人類學門第一名、區

域研究及地理學門第二名；2019 年又以「五年影響係數」為判準，獲

頒人類學門的「知識影響力獎」第一名，甚至還贏過臺灣人類學界最老

牌的《臺灣人類學刊》（前身為《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集刊》）和

《考古人類學刊》（臺大人類學系發行）。

表 2 《全球客家研究》曾經獲頒的「國家圖書館」獎項
年份 獎項名稱 名次 備註

2016 「臺灣最具影響力學術資
源」最具影響力人社期刊獎

人類學學門第一名
為該年度唯一獲得兩個
獎項的期刊。

2016 「臺灣最具影響力學術資
源」最具影響力人社期刊獎

區域研究及地理學門第
二名

2019 「臺灣學術資源影響力」知
識影響力獎

人類學學門期刊第一名
以 2018 年之「五年影
響係數」為判準。

 資料來源：作者製表。

當然，本刊絕對不敢以此自滿，也清楚知道本刊還有太多可以再精

進的地方。正是在這樣的想法下，本刊決定在本期推出這篇以《全球客

家研究》第 1-12 期刊行過之文章為分析對象的書目彙編，一方面回顧

並反省本刊過去 6 年來的成績，另一方面也是為了要調整未來本刊的內

容，讓本刊能夠更貼切地在「全球客家研究」的研究視野下跨步向前。

在以下的篇幅中，第二節將對本刊過去 12 期的成績進行內容分析，

所選擇的分析判準包括「文章類型」、「文章主題」以及「文章所涉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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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地域」等。第三節是第四節和第五節之書目的編輯說明。第四節將以

「主題」為分類判準進行書目彙編，第五節則將以文章內容所涉及之「地

域」為判準，來進行另一個軸線的書目彙編。

二、第 1-12 期《全球客家研究》的內容分析

（一）各期文章的類型分析

在過去的 6 年中，《全球客家研究》一共發行了 12 期，出版了 163

個單位的文章（包括屬於行政事務性質的「編輯室報告」和「封面照片

介紹」各 12 篇）。就類型而言，除了上述的「編輯室報告」和「封面

照片介紹」，這些文章還包括以下九種形式：（1）研究論文；（2）專

題導論；（3）專題論文；（4）；研究紀要（5）田野紀要；（6）發言稿；（7）

評論；（8）客家社群與研究機構；以及（9）書目，請參閱「表 3  第 1-12

期《全球客家研究》所刊載文章的類型：總數和比例」。類型上的多元，

並不僅侷限在一般性學術論文的出版，應該是本刊的一項重要特色。

表 3  第 1-12 期《全球客家研究》所刊載文章的類型：總數和比例
期
數

出
版
年

編輯
室報
告

封面
照片
介紹

研究
論文

專題
導論

專題
論文

研究
紀要

田野
紀要

發
言
稿

評
論

客家
社群
與研
究機
構

書目 總
數

1 2013 1 1 5 1 2 1 1 12/10 a

2 2014 1 1 1 1 4 1 3 2 1 15/13
3 2014 1 1 4 1 2 1 7 2 3 1 23/21
4 2015 1 1 4 2 3 2 1 14/12
5 2015 1 1 1 1 3 1 3 1 1 13/11
6 2016 1 1 1 1 4 2 2 1 1 14/1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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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 2016 1 1 2 1 4 1 2 1 1 14/12
8 2017 1 1 5 1 1 1 1 11/9
9 2017 1 1 1 1 4 1 1 1 1 12/10
10 2018 1 1 5 1 2 1 2 13/11
11 2018 1 1 4 1 1 2 1 11/9
12 2019 1 1 1 1 4 1 1 1 11/9
總數 12 12 34 7 23 7 11 7 22 18 10 163/139
比例 A
（%）b

7 7 21 4 14 4 7 4 13 11 6 98

比例 B
（%）c

N.A. N.A. 24 5 17 5 8 5 16 13 7 100

說明：
a. 第一個數目為所有類型之文章（包括「編輯室報告」和「封面照片介紹」）的總數；第

二個數字則為去掉上述兩類型（「編輯室報告」和「封面照片介紹」）之文章後的總數。
b. 「比例 A」的計算母數為所有類型之文章的總數（i.e., 163）。
c. 「比例 B」的計算母數為去掉「編輯室報告」和「封面照片介紹」這兩類型之文章後的

總數（i.e., 139）。

資料來源：作者製表；原始資料來源為《全球客家研究》第 1-12 期。

1.「一般性」研究論文

更具體地講，在這 163 篇文章中，「一般性」學術論文有 57 篇，

包括「研究論文」34 篇、「專題論文」23 篇，約占了所有文章總數的

40% 左右（以 163 篇為母數計算的話，是 35%；以去掉行政事務性質

之 24 篇文章後的 139 篇為母數的話，是 41%），大致上還是本刊出版

類型的主流。如果用個別期數來算，平均每期約出版 4.75 篇「一般性」

論文，應該算是可以接受。

2.「專題」研究論文

在已出版的 12 期裡面，其中有 7 期的部分內容是以「專題」形式

出版的，刊載了至少 3 篇「專題論文」，請參考「表 4  第 1-12 期《全

球客家研究》所刊載過的專題一覽：以『專題性質』區分」，平均不到

兩期就會推出一個「專題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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這 7 期的專題約略可以分成三大類：「主題式專題」、「區域式專

題」、以及「議題論辯」。首先，所謂的「主題式專題」，顧名思義，

就是以某「特定研究主題」為主軸規畫出來的專題，這也是本刊截至目

前為止在專題出版上的大宗，總共有 4 期，包括「社會組織、商品化與

客家社會」、「族群關係與客家認同」、「傳播過程與客家」、以及「客

家音樂研究的新視野」。這 4 期的專題，其主要負責的客座編輯分別屬

於歷史學、社會學、傳播學、以及音樂學的背景，一方面清楚彰顯了「客

家研究」的跨學科性質，另一方面也顯示出既有「客家研究」在議題上

的多元性和豐富性。

表 4  第 1-12 期《全球客家研究》所刊載過的專題一覽： 

以「專題性質」區分
專題
性質 專題名稱 專題客座編輯人員 期別 出版年

份
文章
總數 a

主題
式專
題

社會組織、商品化
與客家社會

連瑞枝／國立交通大學人文社會
學系副教授 b 2 2014 4

族群關係與客家認
同

王甫昌／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
所研究員

5 2015 3

傳播過程與客家
黃靜蓉／國立交通大學傳播與科
技學系副教授

7 2016 4

客家音樂研究的新
視野

許馨文／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民族
音樂研究所助理教授

12 2019 4

區域
式專
題

砂拉越客家研究
徐雨村／國立交通大學人文社會
學系博士後研究員

6 2016 4

新馬客家
黃賢強／新加坡國立大學中文系
副教授

9 2017 4

議題
論辯

「服貿」爭議與客
家

許維德／國立交通大學人文社會
學系副教授

3 2014 9

說明：
a. 文章總數不包括客座編輯為各專題所書寫的「專題導論」。
b. 專題客座編輯人員的職銜，是以該專題出版時的職銜為準。

資料來源：作者製表；原始資料來源為《全球客家研究》第 1-12 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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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中特別值得提出來的，應該出版的第 12 期「客家音樂研究的新

視野」這一專題。這期刊物除了刊出屬於「專題論文」的 4 篇文章，另

外還收有 1 篇「（一般性）研究論文」、1 篇「評論」、1 篇「客家社

群與研究機構」、以及 1 篇「書目」。除了「研究論文」之外，其他 3

篇文章，基本上也都和「客家音樂」有關，包括對《不只是山歌：臺灣

客家音樂的發展》一書的書評、對「榮興客家採茶劇團」的介紹、以及

對近年來（2010-2018 年）和「臺灣客家」有關之音樂專輯的書目彙編，

可以說是近年來對「臺灣客家音樂研究」這一議題最完整的出版品。這

一專題的籌畫，前後達兩年的時間之久，清楚說明本刊在準備這些專題

時的辛苦和勞力。

再者，所謂的「區域式專題」，則是在所謂「全球客家」的研究視

野下，對某特定區域之相關「客家研究」論文的發表。截至目前為止，

本刊完成了兩期「區域式專題」，涉及地域分別是「（東馬）砂拉越」

和「新馬」，客座編輯則分別為交大人文社會學系博士後研究員徐雨村

（現任雲林科技大學文化資產維護系助理教授）和新加坡國立大學中文

系副教授黃賢強。當然，「砂拉越」就名義而言也屬於「馬來西亞」的

一部分，但由於相對特殊的歷史發展機緣（所謂「東馬」在 1963 年參

組馬來西亞之前，具有相對獨立的地理環境跟政治經濟體系），本刊特

別以砂拉越州為範疇發表第一次的「區域式專題」。至於「新馬」，一

般是指「新加坡」和「西馬」，並不盡然會將「東馬」涵蓋在內。當然，

兩次的「區域式專題」均落在東南亞地區，一方面固然是彰顯這一區域

之「客家研究」的能量較為強盛，另一方面也表示，我們的「全球客家

研究」，在地域上尚有很多有待開拓的處女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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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後，所謂的「議題論辯」，則是指對「具有高度爭議性之研究議

題」的出版和討論。簡單講，如果說所謂「專題」的形式是「同時收錄

數篇研究論文」的話，那麼，上述這種「爭議性研究議題」，就有可能

不容易徵集到足夠數目的研究論文。因此，這種「議題辯論」，在實務

上是由本刊事先就某一特定議題籌劃「工作坊」，並邀請適當的人選來

參加。在會議結束之後，再由本刊來整理「工作坊」的成果，或以「研

究紀要」的形式，或以「發言稿」的方式來加以登載。本刊截至目前為

止只有 1 期出版過「議題論辯」，主題是引發太陽花學運、影響臺灣十

分深遠的《海峽兩岸服務貿易協議》，總共收錄了 2 篇「研究紀要」和

7 篇「發言稿」，是學術界從「客家／族群研究」的視角來觀察「服貿

協議」的第一次嘗試。

3. 研究紀要、田野紀要和評論

此外，「研究紀要」和「田野紀要」的出版（分別有 7 和 11 篇），

特別是後者，應該也是本刊的一大重要特色。雖然這些文章在內容上可

能未達正式論文所要求的水準，不過，由於所探究之議題的重要性，或

者是所收集之經驗資料的特殊性，這些在某種意義上屬於「前導性研

究」的作品，讓學術社群在未來有再繼續跨步前行的機會。屬於「評論」

性質的文章（多數為書評）有 22 篇，每期平均 1.8 篇，在數量上本刊

仍需繼續努力邀稿。

4. 社群與機構和書目

除了上述「研究紀要」、「田野紀要」和「評論」，另外兩種出版

形式 ────「客家社群與研究機構」和「書目」（分別有 18和 10篇），

應該可以算是本刊的重要特色之一。首先談「客家社群與研究機構」（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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下簡稱「社群與機構」）。根據「表 5  第 1-12 期《全球客家研究》刊

載過的『客家社群與研究機構』文章一覽：類別和所在國」，這 18 篇「社

群與機構」在類別上可以再分成四類：研究機構（3 篇）、博物館（12

篇）、社區（2 篇）和劇團（1 篇）。顯然，「博物館」占了全部 18 篇

中的三分之二，是目前所發表過之「社群與機構」的主流。這也表示，

本刊未來應該對「非博物館類型」的「社群與機構」，花費更多的心力

來規劃和邀稿。

表 5  第 1-12 期《全球客家研究》刊載過的「客家社群與研究機構」文

章一覽：類別和所在國

類別 社群／機
構所在國 文章名稱 作者 社群／機構所

在地 期別 出版
年份

研究機
構

臺灣

國立交通大學客家文化學院
介紹

張維安 新竹縣竹北市 1 2013

國立中央大學客家學院簡介 羅肇錦 桃園縣中壢市 a 2 2014

中國 嘉應學院客家研究院簡介
宋德劍、
冷劍波

廣東省梅州市 5 201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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博物館

臺灣 

苗栗客家文化園區介紹 傅兆書 苗栗縣銅鑼鄉 2 2014
桃園市客家文化館簡介 蔣絜安 桃園市 6 2016

客家生活、學習、體驗中心：
屏東縣客家文物館與六堆生
活學院

許瑞君 屏東縣竹田鄉 7 2016

新北市客家文化園區 賴金河 新北市 10 2018

臺紅茶業文化館 羅一倫 新竹縣關西鎮 10 2018

客家委員會客家文化發展中
心六堆客家文化園區簡介

何金樑 屏東縣內埔鄉 11 2018

新瓦屋客家文化保存區介紹 張愛倫 新竹縣竹北市 11 2018

中國

世界客家人的精神家園：中
國客家博物館介紹

郭新志 廣東省梅州市 3 2014

客家華僑遷徙記憶與符號建
構：廣東梅縣淞口中國移民
紀念廣場及世界客僑移民展
覽館考察

何小榮、
周雲水

廣東省梅州市 4 2015

客家族譜博物館簡介 嚴雅英 福建省上杭縣 8 2017

新加坡
新加坡茶陽（大埔）會館暨
文物館簡介

何炳彪
芽籠
（Geylang）

3 2014

馬來西亞
承載歷史記憶與打造文化經
濟：馬來西亞近打錫礦博物
館

黃文斌、
周承隆、
朱泓諺

霹靂州金寶縣 9 2017

社區

馬來西亞
新堯灣：多元族群裡的馬來
西亞砂拉越客庄

羅烈師
砂拉越州古晉
省石隆門縣

3 2014

臺灣
屏東縣佳冬鄉客家社區的文
資保存與活化

楊景謀 屏東縣佳冬鄉 4 2015

劇團 臺灣
再現客家戲曲之風華：榮興
客家採茶劇團

鄭榮興 苗栗縣後龍鎮 12 2019

說明：
a. 現已改制為桃園市中壢區。

資料來源：作者製表；原始資料來源為《全球客家研究》第 1-12 期。

另外，如果以「社群／機構所在國」為考量點的話，除了 1 篇新加

坡客家（i.e., 茶陽（大埔）會館暨文物館）和 2 篇馬來西亞客家（i.e., 

近打錫礦博物館、新堯灣）的介紹，其他 15 篇「社群與機構」，多數

還是以臺灣客家與中國客家為主題。中國客家有 4 篇（1 篇研究機構、

3 篇博物館），其中除了「客家族譜博物館」（位於福建省上杭縣）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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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他 3 個機構的所在地都是廣東省梅州市。這表示本刊在未來必須踏出

梅州市這個所謂「世界客都」的限制，對其他地方的中國客家有更多的

關注。至於屬於臺灣客家的 11 篇「社群與機構」，包括 2 篇研究機構、

7 篇博物館、1 篇社區、以及 1 篇劇團。同樣地，博物館以外的其他「社

群與機構」，顯然也需要本刊更多的目光。

接下來談「書目」。根據「表 6  第 1-12 期《全球客家研究》刊載

過的書目一覽：類別和次類別」，本刊刊載過的 10 篇書目，在類型上

包括兩大類 ──── 以「出版形式」為準的書目和以「主題」為準的書目。

前者是以「出版形式」為書目選擇判準而整理出來的，總共有 8 篇，又

可以細分為「學位論文」（4 篇）、「期刊論文」（2 篇）、「專書」

（1 篇）、以及「研究計畫」（1 篇）四個次類別；後者則是以某特定

主題為準而整理出來的，只有 2 篇，分別處理「臺灣東南亞客家研究」

和「臺灣客家音樂專輯」。值得注意的是，這 10 篇書目總共整理出 3,135

個單位的客家研究文獻（多數都未重複），算是在「詳實整理客家研究

資料」這個任務上交出了一份尚可接受的成績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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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6  第 1-12 期《全球客家研究》刊載過的書目一覽：

類別和次類別 
類別 次類別 書目名稱 編者 期別 出版

年份
收集書
目篇數

出版
形式

學位論
文

中英文客家研究相關學位論文書目
彙編：2011-2012 年

許維德 1 2013 524

中英文客家研究相關學位論文書目
彙編：2013-2014 年

張珈瑜 5 2015 476

中英文客家研究相關學位論文書目
彙編：2015-2016 年

張珈瑜 8 2017 510

國立交通大學客家社會與文化在職
專班十周年碩士論文彙編（2008-
2018 年）

連瑞枝、張
珈瑜

11 2018 158

期刊論
文

客家研究臺灣相關期刊論文書目彙
編：2010-2013 年

陳璐誼 3 2014 319

2015 年中國客家研究期刊論文書目
彙編

張珈瑜 7 2016 156

叢書 中文客家叢書目錄整理 劉堉珊 2 2014 204a

研究計
畫

客家委員會獎助客家研究計畫書目
彙編：2003-2014 年

官武德 6 2016 384

主題
式

區域研
究

臺灣東南亞客家研究目錄整理 劉堉珊 4 2015 57

音樂研
究

臺灣客家音樂專輯目錄彙編：2010-
2018 年

許維德、張
珈瑜

12 2019 347

總數 3,135
說明：
a. 本書目的另一個重要分析單位是系列「叢書」的書目，包括 33「套」叢書。

資料來源：作者製表；原始資料來源為《全球客家研究》第 1-12 期。

5. 封面照片

最後談本刊的「封面照片」。本刊在籌備時，就決定仿效美國民

族史學會（The American Society for Ethnohistory）之刊物《民族史》

（Ethnohistory，1954-，見圖 1）的封面設計方式，在每一期刊物的封面，

都選載一張具備「客家研究」意涵的照片，並在內文用相對詳盡的文字

來說明這張照片的意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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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 1 《民族史》（Ethnohistory）期刊封面設計舉隅

資料來源：申請人製圖。原始資料來源為《民族史》（Ethnohistory）期刊。左邊刊物為
2013 年冬出版的第 60 卷第 1 期；中間的是 2017 年 1 月出版的第 64 卷第 1 期；右邊的則
是 2019 年 7 月出版的第 66 卷第 3 期。

因此，在過去的這 12 期中，我們也就刊出了 12 張封面照片，並在

「編輯室報告」後，以至少 1 頁的篇幅，相對詳盡地說明這張照片的旨

趣。關於其中 3 期的封面，可以參考「圖 2 《全球客家研究》期刊封面

設計舉隅」。關於這 12 張照片更詳細的說明，則可以參考「表 7  第 1-12

期《全球客家研究》刊載過的『封面照片介紹』一覽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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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 2 《全球客家研究》期刊封面設計舉隅

資料來源：申請人製圖。原始資料來源為《全球客家研究》期刊。左邊刊物為 2013 年 11
月出版的第 1 期；中間的是 2014 年 11 月出版的第 3 期；右邊的則是 2016 年 11 月出版的
第 7 期。

按照「表 7」的資料，這 12 張照片的對象，在性質上約略可以分成

「研究機構」、「古建築」、「廟宇」、「博物館」、以及「其他」等

五類，其中前四項主要呈現的都是某種「建築物」，包括「研究機構」

和「廟宇」各 1 個單位、「古建築」2 個單位、以及「博物館」3 個單位。

屬於「其他」的有 5 個單位，重點比較不是某個靜態的建築物，而是人

群的某種行動形式，包括廟會、採礦、採茶、水田和音樂演奏等。嚴格

來講，有刊登「圖像式」封面的學術刊物，並不是太多。不過，站在將

「客家研究」理解為既是「學術研究」又是「族群運動」的立場，我們

願意花更多的時間，來和一般的「常民大眾」進行溝通分享，這也是我

們為什麼要再另外花費心力在封面照片之呈現的原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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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7  第 1-12 期《全球客家研究》刊載過的「封面照片介紹」一覽
類別 「封面照片介紹」標題 照片地點 作者 攝影者 期別 出版

年份
研究機
構

國立交通大學客家文化學院 a 臺灣新竹縣竹
北市

張維安 張國鍵 1 2013

古建築 輝煌與再現：臺灣新竹六家
問禮堂（1832-）

臺灣新竹縣竹
北市

羅烈師 陳璐誼 2 2014

屏東縣佳冬鄉六根村冬根路
「楊氏宗祠」a

臺灣屏東縣佳
冬鄉

張維安 楊景謀 4 2015

廟宇 大溪地的關帝廟 法屬波里尼西
亞大溪地島巴
比提（Pap-
eete）

姜貞吟 張維安 5 2015

博物館 桃園客家文化館的布馬 臺灣桃園市 蔣絜安 張維安 6 2016
屏東縣客家文物館 a 臺灣屏東縣竹

田鄉
許瑞君 楊梭逸 7 2016

客家族譜博物館 a 中國福建省上
杭縣

嚴雅英 張強福 8 2017

其他 等待阿娘：1970 年代砂拉越
新堯灣的水月觀音遊神

馬來西亞砂拉
越州古晉省石
隆門縣

羅烈師 新堯灣水
月宮理事
會

3 2014

馬來西亞霹靂州錫礦業 a 馬來西亞霹靂
州金寶縣

周承隆 周承隆 9 2017

郵政總局於 1952 年所發行之
首套臺灣風景明信片（12 張）
中的「婦女採茶」景緻 a

不詳 羅一倫 羅一倫 b 10 2018

新瓦屋客家文化保存區的水
稻田 a

臺灣新竹縣竹
北市

陳品安 林主宏 11 2018

107 年度「客家北管八音傳習
夏令營」a

不詳 許馨文 邱偉恩 12 2019

說明：
a. 「標題」上被標示為 a 的這些照片介紹，原始文件並沒有標題，因此，這些所謂「標題」
是作者自行標上的。

資料來源：作者製表；原始資料來源為《全球客家研究》第 1-12 期。

（二）各期文章的主題分析

除了上一小節所討論的「專題」以外，本刊過去 6 年所刊載的 139

篇文章（不包括行政事務性質的 24 篇文章），到底在主題上都涵蓋了

什麼樣的議題呢？根據「表 8  第 1-12 期《全球客家研究》所刊載文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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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主題一覽：主題類別、主題和子題」，如果我們將這 139 篇文章分成

「藝術」、「文化」、「傳播」等 14 個主題的話，在這 14 個主題中，

文章總數最多的有三個主題，分別是「（j）社會」（47 篇）、「（b）

文化」（23 篇）和「（f）客家學」（22 篇）。而文章總數最少的三個

主題，則分別是「（e）文學」（4 篇）、「（k）性別」（6 篇）和「（n）

生命史」（5 篇）。

如果我們再進一步將這 14 個主題重整為「（1）文化和藝術」、

「（2）客家學和歷史」、「（3）政治和經濟」、「（4）社會和性別」、

以及「（5）其他類別」等 5 個主題類別的話，那麼，「（1）文化和藝

術」（61 篇）與「（4）社會和性別」（52 篇）是兩大重量級主題類別；

「（3）政治和經濟」（18 篇）則是數量最少的一個主題類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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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8  第 1-12 期《全球客家研究》刊載文章的主題一覽： 

主題類別、主題和子題 ab

主題類別 主題 子題 文章總數 比例

（1）文化
和藝術

（a）藝術

（a-1）視覺藝術 8
（a-2）表演藝術 10
主題總和／比例 18 13%

（b）文化

（b-1）節慶 1
（b-2）文化遺產 2
（b-3）文化產業 3
（b-4）博物館 15
（b-5）觀光 2
（b-6）生命禮儀 1
主題總和／比例 23（24）c 17%

（c）傳播

（c-1）一般性（不屬於特定子
題）

2

（c-2）網際網路 4
（c-3）廣播 1
（c-4）電視 1
主題總和／比例 8 6%

（d）語言

（d-1）一般性（不屬於特定子
題）

2

（d-2）語言學 5
（d-3）語言教育 2
主題總和／比例 9 6%

（e）文學

（e-1）一般性（不屬於特定子
題）

3

（e-2）民間文學 1
主題總和／比例 4 3%

主題類別總和／比例 61（62）d 44%

（2）客家
學和歷史

（f）客家學

（f-1）一般性（不屬於特定子
題）

5

（f-2）書目 10
（f-3）研究機構 3
（f-4）特定研究者 1
（f-5）相關論述 3
主題總和／比例 22 16%

（g）歷史

（g-1）客家源流 3
（g-2）客家形成 5
（g-3）墾拓史 2
（g-4）其他特定議題 2
主題總和／比例 12 9%

主題類別總和／比例 32（34）e 23%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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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3）政治
和經濟

（h）政治

（h-1）政策 2
（h-2）社會運動 2
（h-3）服貿爭議 10
（h-4）幫權政治 1
主題總和／比例 14（15）f 10%

（i）經濟

（i-1）農業 2
（i-2）礦業 1
（i-3）其他特定議題 4
主題總和／比例 7 5%

主題類別總和／比例 18（21）g 13%

（4）社會
和性別

（j）社會

（j-1）族群關係／族群界線 12
（j-2）社區研究 6
（j-3）移民／遷徙 8
（j-4）氏族／宗族／家族 10
（j-5）會館 9
（j-6）其他特定議題 5
主題總和／比例 47（50）h 34%

（k）性別 主題總和／比例 6 4%
主題類別總和／比例 52（53）i 37%

（5）其他
類別

（l）認同

（l-1）族群認同 11
（l-2）文化認同 2
（l-3）國族／民族認同 4
主題總和 17 12%

（m）宗教

（m-1）民間信仰 6
（m-2）基督教 2
（m-3）伊斯蘭教 1
主題總和 9 6%

（n）生命史

（n-1）女性 3
（n-2）文史學家 1
（n-3）其他特定議題 1
主題總和 5 4%

主題類別總和 29（31）j 21%
總數 139（192/201）k

說明：
a. 本表收入的文章，不包括屬於「編輯室報告」（12 篇）和「封面照片介紹」（12 篇）
這兩種類型的文章，因此文章的絕對總數為 139 篇。
b. 本表在分類上採用「多重分類」的方式進行分類，有 43 篇文章同時分到兩個「主題類
別」，5 篇同時被分到三個「主題類別」，因此，各個「主題類別」之絕對數目的加總，
會得到 192 篇這一數值。詳見說明 k 的敘述。
c. 本主題有 1 篇文章同時屬於兩個子題，因此子題的相加總和就變成 24，但屬於這一主
題的文章絕對數目只有 23。
d. 本主題類別有 1 篇文章同時屬於兩個主題，因此所有主題的相加總和就變成 62，但屬
於這一主題類別之文章的絕對數目只有 61。
e. 本主題類別有 2 篇文章同時屬於兩個主題，因此所有主題的相加總和就變成 34，但屬
於這一主題類別之文章的絕對數目只有 32。
f. 本主題有 1 篇文章同時屬於兩個子題，因此子題的相加總和變成 15，但屬於這一主題
的文章絕對數目為 14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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g. 本主題類別有 3 篇文章同時屬於兩個主題，因此本主題類別的相加總和就變成 21，但
屬於這一主題類別之文章的絕對數目只有 18。
h. 本主題有 3 篇文章同時屬於兩個子題，因此子題的相加總和變成 50，但屬於這一主題
的文章絕對數目為 47。
i. 本主題類別有 1 篇文章同時屬於兩個主題，因此主題的相加總和變成 53，但屬於這一主
題類別之文章的絕對數目為 52。
j. 本主題類別有 2 篇文章同時屬於兩個主題，因此主題的相加總和變成 31，但屬於這一主
題類別之文章的絕對數目為 29。
k. 分析的文章總數是 139 篇。當中同時涉及兩個主題類別的有 43 篇，三個主題類別的有
5 篇，因此，單單將各主題類別總數加總的話，會有 192 篇（139 + 43 + （5 x 2））文章。
若將各主題類別內同時涉及兩個主題的文章（即「主題類別總和」欄位中括號內的數字）
也計入的話，總數會變成 201。

資料來源：作者製表；原始資料來源為《全球客家研究》第 1-12 期。

以下按照「文化和藝術」、「客家學和歷史」、「政治和經濟」、「社

會和性別」、以及「其他」的順序來對這五個主題類別分別進行討論。

首先談「文化和藝術」。屬於這一主題類別的文章數目極多，絕對數目

達 61 篇，占總母數 139 篇的 44%，是五個主題類別中的最大宗。這 60

餘篇文章，大致上由三個區塊三分天下 ：「藝術類」（18 篇）、「文化類」

（23 篇）、以及「其他類」（21 篇，包括「傳播」8 篇、「語言」9 篇、

以及「文學」4 篇）。「文化類」有 23 篇（包括「節慶」1 篇、「文化

遺產」2 篇、「文化產業」3 篇、「博物館」15 篇、「觀光」2 篇、以及「生

命禮儀」1 篇），在這三個區塊中拔得頭籌，這不意外，因為當中包括

了 15 篇和「博物館」這一主題相關的文章（「社群與機構」這一類型

就占了 12 篇）。比較特別的，應該是「藝術類」的篇數也不少（「視

覺藝術」8 篇，「表演藝術」10 篇；前者的細項包括「建築」3 篇、「漫

畫」1 篇、「紀錄片」2 篇、「電影」1 篇、「其他一般性類別」1 篇；

後者的細項包括「戲劇」4 篇、「音樂」8 篇，有 2 篇同屬上述兩個細項），

這固然和本刊第 12 期「音樂專題」的出版有關，但也顯示本刊對這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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藝術主題之客家研究的重視。

「其他類」中的「傳播」主題有 8 篇（包括「網際網路」4 篇、「廣

播」1 篇、「電視」1 篇、「其他一般性類別」2 篇），多數和第 7 期的「傳

播專題」有關。至於「語言」主題有 9 篇（包括「語言學」5 篇、「語

言教育」2 篇、「其他一般性類別」2 篇），算是可以接受；但是「文學」

主題只有 4 篇（包括「民間文學」1 篇、「其他一般性類別」3 篇），

就是還有待耕耘的領域了。

再來談「客家學和歷史」這一主題類別。屬於這一主題類別的文章

總數是 32 篇，占全部 139 篇文章的 23%，在五個主題類別中居中（少

於「社會和性別」與「文化和藝術」；多過「其他類別」與「政治和經

濟」）。「客家學」這一主題有 22 篇，數量上頗為可觀，但是有一半

以上是來自本刊的「基礎建設」（包括 10 篇「書目」和 3 篇「機構介

紹」）。至於「歷史」，總數是 12 篇（包括「客家源流」3 篇、「客

家形成」5 篇、「墾拓史」2 篇、「其他特定議題」2 篇），在數量上

算是持平。不過，「客家形成」這一子題有 5 篇，在數量上不能算少，

但更值得注意的是，屬於這一子題的幾篇論文（比如說施添福老師在前

3 期所發表的〈從「客家」到客家〉系列文章），已經成為學術界在處

理這一議題時的必讀著作，可喜可賀。

第三個主題類別是「政治和經濟」，總數是 18 篇，比例為 13%，

是所有五個主題類別中在量上最小的一個類別。其中，「政治」主題有

14 篇（包括「政策」2 篇、「社會運動」2 篇、「服貿爭議」10 篇、「幫

權政治」1 篇），雖然不能算少，但多數係來自第 3 期的「服貿專題」。

至於「經濟」主題，總數只有 7 篇，包括「農業」2 篇、「礦業」1 篇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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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及「其他特定議題」4 篇，顯然是要再更努力徵稿的議題範疇。             

第四個主題類別為「社會和性別」，總數有 52 篇，占所有文章總

數的 37%，在所有五個主題類別中排名第二，僅次於「文化和藝術」這

一主題類別。在這 52 篇文章中，多數是屬於「社會」這一主題，達 47

篇之多，而「社會」主題的子題分布也很平均，包括「族群關係／族群

界線」12 篇、「社區研究」6 篇、「移民／遷徙」8 篇、「氏族／宗族

／家族」10 篇、「會館」9 篇、以及「其他特定議題」5 篇，可以說是

本刊最具成績的一個主題。一方面，這是因為第 2 期的「社會組織、商

品化與客家社會」專題和第 5 期的「族群關係與客家認同」專題，在性

質上都可以被歸為廣義的「社會」主題，因此增加了屬於本主題之文章

的絕對數目。另一方面，這個結果也和本刊主要負責人員（包括主編和

執行編輯）的學科背景有關。本刊主編張維安和現任執行編輯許維德，

都是社會學背景的研究者，過去曾任執行編輯的其他三位人員中，潘美

玲也屬於社會學者（其他兩位，簡美玲是人類學背景，連瑞枝是歷史學

背景）。主要負責人員的學科背景，當然在一定程度上會影響到期刊的

方向與成果。

至於「性別」主題，總數是 6 篇，不能算多。由於「婦女研究」一

直在「客家研究」中扮演著舉足輕重的角色（無論是「傳統」的文史研

究或者是「當代」的社會科學研究），本刊所交出的成績單，在這一主

題上的成果仍顯不足，有待努力。

最後一個主題類別是「其他類別」，總數為 29 篇，占所有文章的

21%，在所有主題類別中排名第四，僅高於「政治和經濟」這一類別。

這一主題類別由三個主題組成：「認同」、「宗教」和「生命史」。「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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同」主題有 17 篇（包括「族群認同」11 篇、「文化認同」2 篇、以及「國

族／民族認同」4 篇），不能算少。這一主題的累積，多少和第 5 期「族

群關係與客家認同」專題的推出有關，但也不限於此（本專題 4 篇文章

中（含「導論」）只有 3 篇被歸為這一主題）。這清楚顯示，「認同」

絕對是未來「客家研究」的一個重要戰場，有待更多研究者的投入與耕

耘。

「宗教」主題有 9 篇（包括「民間信仰」6 篇、「基督教」2 篇、

以及「伊斯蘭教」1 篇），數量持平。然而，「義民信仰」也一直是「臺

灣客家研究」的一大重點，本刊應該在未來還有再投入的空間。最後一

個主題是「生命史」，總數是 5 篇（包括「女性」3 篇、「文史學家」1 篇、

以及「其他特定議題」1 篇）。乍看之下，這個數目並不特別起眼。不過，

由於「生命史」是本節主題分析中唯一一個兼具「研究方法」意涵的主

題，這表示了本刊對這一主題的重視，也希望未來能夠刊登更多屬於這

一主題的文章。

（三）各期文章所涵蓋之地理區域的分析

最後一個分析軸線是這些文章之經驗對象所涉及的地理區域。根據

「表 9  第 1-12 期《全球客家研究》刊載文章的經驗研究對象所屬區域

一覽」，本刊所刊載過之 132 篇涉及經驗研究對象的文章，就地理區域

而言涵蓋臺灣、中國、香港、日本、印度、東南亞、大洋洲和北美洲等

八大區域，以下是申請人根據這一數據所進行的幾點解讀。

首先，和「臺灣客家」有關的文章在數量上最多，達 83 篇，占總

數 132篇的 63%。這完全不令人意外，畢竟，雖然本刊的終極關懷為「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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球客家研究」，但仍舊是一本以臺灣為根基而出版的學術刊物，而且放

眼全球，臺灣學界的客家研究能量也的確居於領先地位，無怪乎以臺灣

為經驗對象的文章，在絕對數量上遙遙領先其他地區。

表 9  第 1-12 期《全球客家研究》刊載文章的經驗研究對象 

所屬區域一覽 a

區域 更特定地區 文章總數 比例

（1）臺灣

一般性（不屬於任何特定縣
市）

48

宜蘭 1
新北市 1
桃園 2
新竹 15
苗栗 3
嘉義 1
高雄 6
屏東 10
文章總數／比例 83（87）b 63%

（2）中國

一般性（不屬於任何特定省
份）

10

福建 5
廣東 9
江西 1
浙江 1
文章總數／比例 26 20%

（3）香港 文章總數／比例 7 5%
（4）日本 文章總數／比例 2 2%
（5）印度 文章總數／比例 1 1%

（6）東南亞

一般性（不屬於任何特定國
家）

1

新加坡 8
馬來西亞 15
印尼 2
東帝汶 1
文章總數／比例 26（27）c 20%

（7）大洋洲

法屬玻里尼西亞 2
澳洲 1
文章總數／比例 3 2%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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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8）北美洲

美國 3
加拿大 1
文章總數／比例 3（4）d 2%

總數 132（151/157）e

說明：
a. 本表收入的文章，不包括屬於「編輯室報告」（12 篇）、「封面照片介紹」（12 篇）、
以及「專題導論」（7 篇）這三種類型的文章，因此文章的絕對總數為 132 篇。
b. 在非「一般性」文章中，總共有 4 篇文章同時屬於兩個縣市。因此，和「臺灣」有關的
文章總數應該是 83，而非所有數字加總（一般性加上所有特定縣市）的 87。
c. 在非「一般性」文章中，當中有 1 篇文章同時屬於兩個國家（新加坡和馬來西亞）。因
此，和「東南亞」有關的文章總數應該是 26，而非 27。
d. 和加拿大相關的唯一那篇文章其實也涉及美國（因為研究範疇是北美洲客家），因此，
和「北美洲」有關的文章總數應該是 3，而非 4。 
e. 分析的文章總數是 132 篇。當中同時涉及兩個區域的有 7 篇，三個地域的有 3 篇，四個
地域的有 2 篇，因此，單單將各地域總數加總的話，會有 151 篇文章。若將各區域內同時
涉及兩個次區域的文章（即「文章總數」欄位中括號內的數字）也計入的話，總數會變成
157。

資料來源：作者製表；原始資料來源為《全球客家研究》第 1-12 期。

不過，值得注意的是，在和臺灣相關的 83 篇文章中，如果扣除不

屬於任何特定縣市的 48 篇，其他涉及特定縣市的 30 餘篇，幾乎都落在

「新竹」或廣義的「六堆地區」（高雄和屏東），其他縣市都偏少。一

方面，也屬於所謂「北客」大本營的「桃園」和「苗栗」，分別只有 2

篇和 3 篇文章，未來還要再努力邀稿。另一方面，近年來某些研究者開

始倡議的「都會客家」研究（特別是「臺北客家」），在這份清單上似

乎也看不到蹤影，有待未來的再耕耘。

第二，「中國客家」有 26篇文章（不包括「香港客家」的 7篇），

占總數的 20%，和「東南亞客家」在數量上並列第二。不過，在扣除

不屬於特定省份的 10 篇文章以後，其他文章中「廣東」（9 篇）和「福

建」（5 篇）占了絕大多數，屬於其他省份的只有 2 篇，分別是「江西」

和「浙江」。顯然，我們未來的「中國客家」研究，一方面要對同屬「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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粵贛大本營」的江西，做更多的著墨，另一方面也要對不屬於大本營地

區的客家，再花更多的心力和時間。

第三是「香港客家」，總是有 7篇，占所有文章的 5%。乍看之下，

屬於這一地理區域的文章並不算多。不過，在近代「客家形成」的過程

中，香港這一彈丸之地，的確扮演了舉足輕重的重要角色，因此，這 7

篇文章（包括「書目」（部分書目包括「香港客家」，但並非全然處理

這一區域）1 篇、「書評」2 篇、「田野紀要」1 篇、以及「研究論文」

3 篇），都是重要而有趣的文章，也清楚彰顯出本刊對這一地域的高度

重視。

第四是「東南亞客家」，有 26篇，占總數 132篇的 20%。這表示，

在過去的 12 期中，本刊幾乎每期都刊出 2 篇以上（平均數）和「東南

亞客家」相關的論文，不可謂不驚人。更進一步講，本刊推出過的兩期

「區域式專題」，都是和「東南亞客家」有關（分別是「砂拉越客家」

和「新馬客家」），而且本刊也替「臺灣東南亞客家研究」整理過書目。

不過，如果再細看這 26 篇文章所涉及的區域，幾乎都以廣義的「新馬

客家」為主，其他區域的文章，就只有印尼和東帝汶，顯然也還有再開

展的空間。

第五是其他四個尚未討論的區域：日本（2 篇）、印度（1 篇）、

大洋洲（3 篇）和北美洲（3 篇）。「日本客家」相關學者（主要指日

本籍學者）近年來在客家研究扮演著一定程度的重要角色，本刊雖然在

第 1 期就刊登過〈日本客家研究的軌跡：從日本時代的臺灣調查到後現

代主義視角〉這篇重要文章，但後續火力顯然不足，有再努力的必要。

「大洋洲客家」有 3 篇（其中 2 篇處理法屬玻里尼西亞），看似不多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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但可以算有初步成績。「北美洲客家」也有 3 篇，但有 2 篇只是「書目」

整理（相關學位論文書目，因涉及北美洲機構的客家研究學位論文而被

收入），顯然要再加油。

最後，如果就地域而言，目前本刊所涵蓋過的客家研究，至少還欠

缺「歐洲」、「非洲」、「南美洲」、以及「大陸東南亞」（或「中南

半島」）等區域，這也是未來要再加緊腳步規劃和徵稿的研究對象。

三、第 1-12期《全球客家研究》的書目彙編： 
編輯說明

（一）本書目共收入第 1-12 期《全球客家研究》出版之 139 個單位的

文章，不包括屬於行政事務性質的「編輯室報告」和「封面照片介

紹」（各 12 篇）。

（二）本書目依照兩個軸線進行分類，首先是「主題」（第四節），接

下來是經驗研究對象所涉及之「地域」（第五節）。「主題」也好，

「地域」也好，都採用「多重分類」原則，因此一篇文章有可能會

被分到一個以上的類別中。在這種情況下，「主題分類」所收入的

文章總數就變成 201 個單位；「地域分類」則會有 157 個單位。

（三）「主題分類」共分成（a）藝術、（b）文化、（c）傳播、（d）語言、

（e）文學、（f）客家學、（g）歷史、（h）政治、（i）經濟、（j）

社會、（k）性別、（l）認同、（m）宗教、以及（n）生命史等

14 個「類別」。一方面，如果這 14 個類別再往抽象層次分類的話，

可以被統整為（1）文化和藝術（包括（a）藝術、（b）文化、（c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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傳播、（d）語言和（e）文學等 5 個類別）、（2）客家學和歷史（包

括（f）客家學和（g）歷史這 2 個類別）、（3）政治和經濟（包括（h）

政治和（i）經濟這 2 個類別）、（4）社會和性別（包括（j）社會

和（k）性別這 2 個類別）、以及（5）其他類別（包括（l）認同、

（m）宗教和（n）生命史這 3 個類別）等 5 個主題類別。另一方面，

如果往更細層次再細分的話，這 14 個類別也還可以被分成（a-1）

視覺藝術、（a-2）表演藝術以及（b-1）節慶等 48 個「子題」（詳

見上一節的表 8.）。

（四）「地域類別」共分成（1）臺灣、（2）中國、（3）香港、（4）

日本、（5）印度、（6）東南亞、（7）大洋洲、以及（8）北美洲

等 8 個區域。除了「香港」、「日本」和「印度」之外，其他 5 個

區域之下，也都還有一些「更特定地區」的分類，或者是以縣市當

成分類單位（比如說臺灣）；或者是以省份當成分類單位；或者是

以國家當成分類單位（比如說東南亞、大洋洲和北美洲）。

四、第 1-12期《全球客家研究》的書目彙編：
主題分類

（一）文化和藝術

1. 藝術

（1）視覺藝術

李宇昇、徐智俊，2015，〈評財團法人寶島客家電臺，2015，《曉嬈姊

妹儕（客家姊妹會）廣播節目紀錄片》。YouTube。30 分鐘 4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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秒。〉。《全球客家研究》5：225-34。

張玉佩、黃如鎂，2016，〈客家電影《一八九五》的青少年閱聽人解讀

與詮釋〉。《全球客家研究》7：135-82。

許如婷，2018，〈臺灣「客家」女性視覺藝術：女人生命經驗、族群圖

像的再現論述〉。《全球客家研究》10：167-208。

陳德馨，2017，〈劉興欽漫畫中的客家人與客家故事〉。《全球客家研

究》8：157-96。

黃賢強，2015，〈潔養堂的重現和變遷：田野考察紀要〉。《全球客家

研究》4：143-58。

楊景謀，2015，〈屏東縣佳冬鄉客家社區的文資保存與活化〉。《全球

客家研究》4：265-88。

鄭靜，2014，〈土樓與人口的流動：清代以來閩西南僑鄉的建築變革〉。

《全球客家研究》2：123-64。

戴瑜慧，2015，〈評鍾適芳導演，2013，《邊界移動兩百年》[DVD]。

臺北市：客家電視臺╱客家委員會。120 分鐘。〉。《全球客

家研究》5：235-42。

（2） 表演藝術

李宇昇、徐智俊，2016，〈評「金曲獎頒獎典禮」：客家與主流的跨文

化溝通〉。《全球客家研究》6：309-20。

林子晴，2019，〈臺灣客家音樂的集體記憶與地方感：以《客家歌謠選

集》為例〉。《全球客家研究》12：131-74。

林曉英，2019，〈客家採茶戲《霸王虞姬》音樂結構探析〉。《全球客

家研究》12：223-76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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施德玉，2018，〈評鄭榮興，2016，《臺灣客家戲之研究》。臺北：國

家出版社。484 頁。〉。《全球客家研究》11：187-212。

洪馨蘭，2019，〈評楊欽堯等，2018，《不只是山歌：臺灣客家音樂的

發展》。新北市：客家委員會╱南投縣南投市：國史館臺灣文

獻館。509 頁。〉。《全球客家研究》12：277-84。

張國雄，2019，〈當代香港社會中的傳統客家山歌：「九龍山歌 」之

個案研討〉。《全球客家研究》12：69-130。

許維德、張珈瑜，2019，〈臺灣客家音樂專輯目錄彙編：2010-2018 年〉。

《全球客家研究》12：309-52。

許馨文，2019，〈導言：臺灣客家音樂研究的回顧與前瞻〉。《全球客

家研究》12：37-68。

劉美枝，2019，〈臺灣北部客家地區「北管八音」現象析論〉。《全球

客家研究》12：175-222。

鄭榮興，2019，〈再現客家戲曲之風華：榮興客家採茶劇團〉。《全球

客家研究》12：285-308。

2. 文化

（1） 節慶

劉大和，2014，〈評謝世忠、劉瑞超，2012，《客家地方慶典和文化觀

光產業：中心與邊陲的形質建構》。臺北：客家委員會／南投

縣南投市：國史館臺灣文獻館。256 頁。〉。《全球客家研究》

2：343-50。

（2） 文化遺產

楊景謀，2015，〈屏東縣佳冬鄉客家社區的文資保存與活化〉。《全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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客家研究》4：265-88。

羅烈師，2015，〈客家聚落的歷史與再現：臺灣新竹六張犁的當代鉅

變〉。《全球客家研究》4：31-62。

（3） 文化產業

李樑堅、黃桂香，2018，〈客家族群文化認同與客家文創產品購買意願

之關聯性研究〉。《全球客家研究》11：115-62。

張翰璧，2014，〈「服貿」經濟治理中的社會／族群影響〉。《全球客

家研究》3：255-60。

黃世明，2014，〈「服貿」對客家「特色」產業的影響〉。《全球客家

研究》3：267-78。

（3） 博物館

何小榮、周雲水，2015，〈客家華僑遷徙記憶與符號建構：廣東梅縣淞

口中國移民紀念廣場及世界客僑移民展覽館考察〉。《全球客

家研究》4：289-96。

何金樑，2018，〈客家委員會客家文化發展中心六堆客家文化園區簡

介〉。《全球客家研究》11：213-26。

何炳彪，2014，〈新加坡茶陽（大埔）會館暨文物館簡介〉。《全球客

家研究》3：373-80。

張愛倫，2018，〈新瓦屋客家文化保存區介紹〉。《全球客家研究》

11：227-56。

許瑞君，2016，〈客家生活、學習、體驗中心：屏東縣客家文物館與六

堆生活學院〉。《全球客家研究》7：333-44。

郭新志，2014，〈世界客家人的精神家園：中國客家博物館介紹〉。《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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球客家研究》3：381-87。

陳雪薇，2016，〈新加坡大埔客視覺化認同表述：一個比較分析的視

野〉。《全球客家研究》7：41-92。

傅兆書，2014，〈苗栗客家文化園區介紹〉。《全球客家研究》2：

373-82。

黃文斌、周承隆、朱泓諺，2017，〈承載歷史記憶與打造文化經濟：馬

來西亞近打錫礦博物館〉。《全球客家研究》9：289-304。

黃信洋，2018，〈試論閩西客家博物館的原鄉意象與客家內涵〉。《全

球客家研究》11：85-114。

劉堉珊、張維安，2017，〈閩西客家博物館田野紀要〉。《全球客家研

究》8：197-222。

蔣絜安，2016，〈桃園市客家文化館簡介〉。《全球客家研究》6：

321-28。

賴金河，2018，〈新北市客家文化園區〉。《全球客家研究》10：281-

94。

羅一倫，2018，〈臺紅茶業文化館〉。《全球客家研究》10：271-80。

嚴雅英，2017，〈客家族譜博物館簡介〉。《全球客家研究》8：231-

41。

（4） 觀光

邱星崴，2014，〈《海峽兩岸服務貿易協議》對客家觀光產業的影響〉。

《全球客家研究》3：315-20。

劉大和，2014，〈評謝世忠、劉瑞超，2012，《客家地方慶典和文化觀

光產業：中心與邊陲的形質建構》。臺北：客家委員會／南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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縣南投市：國史館臺灣文獻館。256 頁。〉。《全球客家研究》

2：343-50。

（5） 生命禮儀

曾純純，2017，〈南臺灣六堆客家喪儀中的女性角色〉。《全球客家研

究》9：1-66。

3. 傳播

（1） 一般性（不屬於特定子題）

彭文正，2014，〈評李美華，2013，《臺灣客家族群媒體與文化傳播：

再現、效果、語藝傳播》。臺北：時英出版社。358 頁。〉。《全

球客家研究》2：337-42。

黃靜蓉，2016，〈導言：傳播過程與客家〉。《全球客家研究》7：93-

98。

（2） 網際網路

周丹尼、黃靜蓉，2014，〈The Timorese Hakka in Australia: Community 

and the Internet〉。《全球客家研究》2：301-36。

孫榮光，2017，〈桐花開在臉書上：客家傳播結合社群媒體的初探性研

究〉。《全球客家研究》8：119-56。

張陳基、李國兆，2016，〈客家族譜線上書寫：以資訊視覺化技術建置

客家族譜數位平臺〉。《全球客家研究》7：227-64。

黃靜蓉，2017，〈客家網路社群資源之比較：以臺灣、中國和馬來西亞

為例〉。《全球客家研究》8：77-118。

（3） 廣播

李美華，2016，〈臺灣客家廣播媒體之組織資訊傳播科技的使用研究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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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全球客家研究》7：183-226。

（4） 電視

魏玓，2016，〈東南亞客家與臺灣客家電視的交會及其意涵：以馬來西

亞客家閱聽人為對象〉。《全球客家研究》7：99-134。

4. 語言

（1） 一般性（不屬於特定子題）

王甫昌、彭佳玲，2018，〈當代臺灣客家人客語流失的影響因素之探

討〉。《全球客家研究》11：1-42。

廖 致 苡，2018，〈Can One be Hakka without Speaking Hakka? The Con-

flicts between Language and Identity in a Hakka Community in Sa-

bah〉。《全球客家研究》10：27-58。

（2） 語言學

吳中杰，2015，〈浙江西南部客家話的聚變和裂變〉。《全球客家研究》

4：113-42。

吳中杰、陳素秋，2016，〈砂拉越古晉石角區甲港客語音韻及詞彙調查

與比較研究〉。《全球客家研究》6：121-78。

吳睿純，2018，〈客語中的語尾助詞 honn〉。《全球客家研究》10：

137-66。

徐富美，2015，〈閩南語「契兄」與客家話「契哥」的語義發展、文字

誤用及時代競爭〉。《全球客家研究》5：1-26。

鍾榮富，2018，〈論美濃客家孩童的母音發展現象〉。《全球客家研究》

11：43-84。

（3） 語言教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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張瑞菊，2018，〈國小四年級客語沉浸教學對學童客語聽說能力的影響 

〉。《全球客家研究》10：59-90。

陳雅鈴，2016，〈幼兒園客語系列教材發展歷程及成果〉。《全球客家

研究》7：265-98。

5. 文學

（1） 一般性（不屬於特定子題）

田靖、簡美玲，2016，〈評藍建春、彭瑞金訪問撰述，2015，《新竹縣

客家文史學家口述歷史專書》。新竹縣竹北市：新竹縣文化局。

175 頁、215 頁、183 頁。〉。《全球客家研究》7：323-32。

邱雅芳，2017，〈客家作家在臺灣文學史的位置：以葉石濤、彭瑞金與

陳芳明的臺灣文學史書寫為探討對象〉。《全球客家研究》9：

249-78。

柳書琴，2015，〈竹塹城外文采風流：曾秋濤及其創建的來儀、御寮吟

社〉。《全球客家研究》4：159-240。

（2） 民間文學

邱湘雲，2018，〈客家對句理諺認知譬喻研究：以實體譬喻為例〉。《全

球客家研究》10：91-136。

（二）客家學和歷史

1. 客家學

（1） 一般性（不屬於特定子題）

河合洋尚、飯島典子，2013，〈日本客家研究的軌跡：從日本時代的臺

灣調查到後現代主義視角〉。《全球客家研究》1：123-61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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黃志繁，2013，〈範式、概念與方法：中國大陸客家研究的學術歷程與

理論反思〉。《全球客家研究》1：163-84。

黃信洋，2016，〈第十一屆海峽兩岸大學生「客家文化尋蹤」夏令營紀

要〉。《全球客家研究》6：279-98。

黃賢強、賴郁如，2013，〈新加坡客家：研究機構和近年研究綜述〉。

《全球客家研究 》1：185-214。

蕭新煌，2018，〈臺灣客家研究的典範移轉〉。《全球客家研究》10：

1-26。

（2） 書目

官武德，2016，〈客家委員會獎助客家研究計畫書目彙編：2003-2014

年〉。《全球客家研究》6：329-56。

張珈瑜，2015，〈中英文客家研究相關學位論文書目彙編：2013-2014

年〉。《全球客家研究》5：253-310。

______，2016，〈2015 年中國客家研究期刊論文書目彙編〉。《全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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